
停！
如果你想要學習

遊戲規則，可以訪問 

plaidhatgames.com 

觀看我們的教學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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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諸位親朋好友

能夠通過《俠鼠魔途》這款遊戲

度過一個充滿英雄和魔幻的夜晚。

雖然這片奇幻大陸上的故事，

只是短短的一個章節，

但你依然能用渺小的身軀改變世界。

我要將這款遊戲獻給Jenna和Owen，

你們是我永遠的小小勇敢冒險家。

  Jerry Hawthorne

1本規則書

1本故事書

6個俠鼠英雄模型

16個爪牙模型

1個故事控制版

8個雙面房間板塊

28張俠鼠能力卡

71張搜索卡

18張遭遇卡

6張俠鼠英雄卡

5個行動骰

3張標記版

配件列表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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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位卡
順位卡牌分為兩類：俠鼠順位卡以及爪牙順位卡。俠鼠

順位卡上帶有俠鼠的名稱、其畫像，以及對其狀態的快

速總結。爪牙順位卡則展示了各個爪牙的具體狀態。示

例請見下圖：

1. 名字：這是所示爪牙的名稱。

2. 能力：表示該類型爪牙的特殊規則。

3. 戰鬥值：這一數值標明該爪牙在攻擊時，投擲的行

動骰數量。

4. 防禦值：這一數值標明該爪牙在防禦時，投擲的行

動骰數量。

5. 生命值：這一數值標明該類型爪牙在被擊敗前，能

夠承受的傷害量。沒有生命值的為小型爪牙，每個

模型視作擁有一點生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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俠鼠英雄卡

1. 俠鼠之名：這是你的俠鼠的名字。

2. 俠鼠職階：大多數的能力和物品，只能被特定職階

的俠鼠所使用。部分俠鼠為多重職階，意味著可以

同時使用多個職階的物品和能力。

3. 戰鬥值：這一數值代表俠鼠對武器的熟練度和攻擊

強度。

4. 防禦值：這一數值代表俠鼠自身的防禦能力。

5. 學識值：這一數值代表俠鼠的知識水平。

6. 移動值：這一數值代表俠鼠在版圖上的移動速度。

7. 能力：俠鼠可以做的特殊事情。

8. 初始裝備：俠鼠在章節開始時，所攜帶的一些裝備。

9. 生命值：這一數值代表俠鼠被捕獲前，可以承受的

傷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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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介紹
歡迎閱讀《俠鼠魔途》的規則書，本手冊將教會你如何進行遊戲，請配合故事書一同使用。在《俠鼠魔途》的故事

書中，每個章節都會有一個特定的初始設置，以及該章節的特殊規則。基礎遊戲為玩家提供了名為《哀傷回憶》的

故事書。

《俠鼠魔途》的規則簡單，玩家可以在遊戲中體驗到各種各樣令人興奮的冒險旅程。每一章的遊戲都有其獨有的特

殊規則，並有機會讓玩家親自敘述遊戲。我們建議玩家在開始每個章節前，請認真閱讀這些特殊規則，以免在遊戲

中浪費時間來反復確認，導致拖慢整體進程。這些小小的努力，能幫助你創造一個更為流暢、更引人入勝的遊戲體

驗。

遊戲目標
《俠鼠魔途》是一款可供1-4名玩家體驗的合作冒險遊戲。玩家分別扮演俠鼠，一邊推動故事進展，一邊運用自己的

默契、勇氣、運氣，來書寫屬於自己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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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該武器攻擊時，所有擲出的
都視為兩次命中。

利器

精準之弓

需求
弓箭手或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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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該武器攻擊時，所有擲出的
都視為兩次命中。都視為兩次命中。都視為兩次命中。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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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之弓精準之弓精準之弓
1

+1
2

1. 名字：這是該武器的名字。

2. 近程或遠程圖標：該圖標表明了該武器的攻擊方式

為遠程還是近程。武器所提供的攻擊加成也在這裡

表示。

3. 類型：這是武器的類型，部分爪牙對特定類型的武

器具有抗性。

4. 能力：標明了該武器的特殊規則。

5. 爪子需求：標明該武器為單爪武器還是雙爪武器。

俠鼠們可只有兩隻爪子哦。

6. 裝備條件：標明了裝備該武器所需的條件。

+1移形斗篷
護甲

如果在一次防禦中，該俠鼠抵消了爪牙
攻擊造成的所有命中，那麼可以立刻移
動到該房間任意一個普通格子
上。

需求
法師或流氓

如果在一次防禦中，該俠鼠抵消了爪牙
攻擊造成的所有命中，那麼可以立刻移
動到該房間任意一個普通格子
攻擊造成的所有命中，那麼可以立刻移
動到該房間任意一個普通格子
攻擊造成的所有命中，那麼可以立刻移
動到該房間任意一個普通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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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形斗篷移形斗篷移形斗篷
1

+1
2

1. 名字：這是護甲的名字。

2. 防禦加成：標明了該護甲在防禦時可以提供的額外

獎勵。

3. 能力：標明了該護甲的特殊規則。

行動骰

行動骰的每一面都有不同的圖標。其中，劍 、弓

和盾 圖標在戰鬥中使用。骰子上的數字用於移動，

而 圖標則用於特殊效果的結算，大部分情況下用於檢

定俠鼠是否能成功完成一項考驗。

 

搜索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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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該武器攻擊時，所有擲出的

都視為兩次命中。

精準之弓

使用該武器攻擊時，所有擲出的

利器

精準之弓

使用該武器攻擊時，所有擲出的

都視為兩次命中。

利器

弓箭手或流氓

使用該武器攻擊時，所有擲出的

都視為兩次命中。

需求弓箭手或流氓

使用該武器攻擊時，所有擲出的

都視為兩次命中。

需求弓箭手或流氓

搜索卡牌有以下幾種類型：

1. 物品：俠鼠們可以將物品收入背包中，並按照卡牌

上的指示來使用其效果。每隻俠鼠可以在背包中保

存最多三件物品。部分物品有使用條件，俠鼠必須

滿足其條件才能使用這些物品。捲軸是一次性物

品，使用後必須被丟棄。

2. 計謀：俠鼠可以保留獲得的計謀，並在之後的遊戲

中使用，以獲得戰鬥優勢。計謀不佔用裝備槽，也

不佔用背包空格。

3. 事件：事件卡表示各種未知的事件，有可能幫助俠

鼠們，也有可能造成阻礙。當玩家抽出事件卡後，

需要立刻結算。

4. 團隊物品：每個團隊物品都有特殊的使用規則，詳

見本手冊第18頁。團隊物品為所有俠鼠共同享有，

並且不佔用背包空格。

5. 武器、護甲、飾品：俠鼠可以裝備上護甲和飾品，

來幫助他們完成冒險。未裝備有武器的俠鼠無法攻

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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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卡

1

2

在遊戲開始時，每位玩家要為他的俠鼠選擇一項特殊

能力。俠鼠們可以通過升級來獲得更多能力。

1. 條件：只有特定職階的俠鼠才能使用該能力。

2. 能力：該卡牌的具體描述。

3. 費用：俠鼠在使用該能力時，需要丟棄對應數量的

奶酪。

其他標記

遊戲中還包含了各種可能在過程中會使用到的標記。

4. 裝備槽需求：這個圖形標明了該護甲需要佩戴在俠

鼠的哪個部位。每隻俠鼠每個部位上只能佩戴一樣

護甲。

5. 裝備條件：標明了裝備該護甲所需的條件。

2

貓力戒指
飾品

佩戴該飾品的俠鼠戰鬥值+1。使用遠程
武器時該效果無效。

需求
3

貓力戒指
1

2

1. 名字：這是飾品的名字。

2. 能力：標明了該飾品的特殊規則。

3. 裝備條件：標明了裝備該飾品所需的條件。

遭遇卡
在這個遊戲中，共包含兩個種類的遭遇卡，玩家可以根

據其背景顏色區分其類型。遭遇卡用於決定新區域中，

爪牙的類型和數量。根據當前故事的進展，俠鼠們會遇

到不同的敵人。遭遇卡還會標出下一次“敵軍增援”的

類型。

蜈蚣

俠鼠陷阱

遭遇
困難

敵軍增援

第一頁： 
第二頁：
第三頁： 
第四頁：
第五頁： 
第六頁+： 

6隻蟑螂

6隻貪婪的蟑螂

1隻蜈蚣，3隻惡鼠

3隻精英惡鼠

1隻蜘蛛，4隻惡鼠

4隻精英惡鼠

3



3.  翻面格：俠鼠們站在翻面格上執行探索行動時，能

令板塊翻面。

4.  俠鼠陷阱格：有紅色X標記的格子為俠鼠陷阱格。

部分遭遇卡、章節初始設置中，會要求玩家在這些

格子上放置俠鼠陷阱。

注意：請不要將“板塊”和“格子”混為一談。一個

板塊代表一個房間，由多個格子組成。

故事控制板
1. 章節記錄條：在一個章節開始前，請將沙漏標記放

在該條第一頁的位置上，然後將章節結束標記放在

指定的格子上。如果沙漏標記移動到與結束標記同

一格，但是俠鼠們卻未達成勝利條件，則俠鼠們輸

掉了這次冒險。

2. 爪牙奶酪轉輪：爪牙們獲得的奶酪會放在這個轉輪

上。當轉輪填滿後，會引發一次敵軍增援。

3. 搜索牌堆：這是放置搜索牌堆的地方。 
4. 遭遇牌堆：這是放置遭遇牌堆的地方。

5. 團隊倉庫：這是俠鼠們放置發現的團隊物品標記的

地方。

6. 順位條：這一記錄條用於放置順位卡牌，以標示回

合順位。

房間板塊
遊戲版圖是由不同房間組成的。大多數章節需要玩家在

設置好的房間中冒險。每個房間板塊有兩個面：一面為

藍色，另一面為橙色。藍色面表示地下或者縫隙，而橙

色面表示大型房間或城堡中的公共空間。

1. 方向箭頭：當有多個房間板塊在遊戲中時，它們的

方向箭頭，必須指向相同的方向。

2. 出口區域：俠鼠們可以用探索行動，從出口區域進

入一個相鄰的板塊。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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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坑道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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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書
在基礎遊戲中，附贈了《哀傷

回憶》的故事書。你也可以購

買擴展，獲得更多故事書。

故事書是遊戲進行的必要工

具。玩家可以選擇故事書中感

興趣的章節，來體驗不同的冒

險。我們建議玩家從故事書的

第一章開始，逐漸體驗每一個

章節。

每本《俠鼠魔途》的故事書都由數個章

節構成，每個章節由以下部分組成：

1. 故事內容：該部分講述了故事的發生背景，以及基

本的劇情。閱讀時，請帶有感情地朗誦，好讓玩家

們都順利進入遊戲的氛圍。

2. 章節目標：這個部分總結了該章節中，俠鼠們所要

執行的任務。

3. 勝利條件：該部分列出了俠鼠們要達成勝利，必須

滿足的條件。部分章節中，如果俠鼠們勝利了，還

能觸發後續的故事情節。

4. 失敗條件：該部分列出了俠鼠們會在何種條件下失

敗。如果條件達成，則俠鼠們立刻輸掉遊戲。即使

遊戲失敗，俠鼠們也可選擇重新挑戰，或者放棄該

章節，繼續下一章。

5. 章節初始設置：該部分詳細描述了該章節的設置細

節，還包含了一張房間設置圖。

6. 章節特殊規則：該部分說明了章節所要遵守的特殊

規則。

7. 房間板塊規則：一些章節中的房間，會有特定的使

用規則。每一個具有特殊規則的房間板塊，都會

在這個部分中詳細說明，同時還會標明該板塊的圖

案。通常來說，這些說明包括了需要特定行動來

發現的物品，以及“敵軍增援”的發生條件、發生

時需要放置的爪牙、各爪牙的放置位置等。“敵軍

增援”的內容會取代當前遭遇卡所指示的“敵軍增

援”。該部分也包括部分房間初次被探索時的特殊

設置、背景故事，以及針對俠鼠的特殊規則。

8. 後續故事：在一些章節的最後，會有一段“後續故

事”。在章節結束後朗讀這個部分，會讓玩家快速

理解故事的來龍去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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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一位玩家大聲朗讀以下內容
：

林和他的夥伴們對現在已經縮小了

的身體還沒適應過來，他們驚訝地

探索著這個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堡。

瑪吉諾斯打斷了他們的遐思，“我

們必須趕緊離開這兒！”他吱道。小老鼠們

迅速穿過牢房的鐵欄杆，小小的爪子沒有發

出一絲聲響。他們從一個正在打盹的警衛下

方經過，朝著靠墻的一個袋子跑去，那裡面

裝著他們被沒收的武器和物品。

“快點找到你們自己的東西，”瑪吉諾斯一邊

協助提爾達撕開袋子，一邊說道。“你們只要

向自己的東西喊出你的名字，但是別弄出太大

的動靜。”科林王子一下子跳到了袋子上，找

到了他的佩劍，但這明顯已經太大了。

“我是科林王子，這是我的劍。”王子說道，然後寶

劍立刻縮小到了適合他爪子的尺寸。沒花多久，四鼠

就已經穿戴整齊，蓄勢待發。當他們爬出袋子時，發

現弗里希正在暗笑著，他的尾巴上纏著一把嶄新的匕

首。

“小滑頭，你從哪裡搞來這個的？”納茲嚴厲地問

道。弗里希指了指身後正在熟睡的警衛，“反正他已

經不要了。要不然我去還給他？”

“別費功夫了，”瑪吉諾斯說道，“魔咒的效力已經

過了，現在這些東西都已經永久地變小。”突然間，

牢房的警報響了起來，打盹的警衛直接從椅子上蹦了

起來，一下子清醒了。“快，都去下水道！”瑪吉諾

斯指了指不遠處，然後帶著大家狂奔。

“老鼠！”剛醒來的警衛明顯吃了一驚。“不，等

等……老鼠！他們變成老鼠了！”五鼠頭也不回地直

接往下水道口衝去。但隨後傳來的尖叫聲，讓他們不

得不回頭看，那些警衛滿臉驚恐，身形也開始變小，

衣服也隨之皺縮，他們也都變成了老鼠！

“瓦妮珊卓！”科林王子頓時閃過一個念頭，“她知

道了！”

章節目標
在章節記錄條上的沙漏到達章節結束標記之前，讓

所有俠鼠移動到庭院中那顆老樹的位置，從而逃離城

堡。

勝利條件
清楚所有庭院中的爪牙，並且將所有未被捕獲的俠鼠

移動到庭院的大樹入口格子。

失敗條件
如果在沙漏到達結束標記之前，俠鼠們未到達大樹入

口，或者所有俠鼠都同時被捕獲，章節失敗。

6

整個
板塊

一個行動骰，每擲出一個奶酪圖標，就移除廚

檯上一塊奶酪，並放到爪牙轉輪上。如果廚檯

上已經沒有奶酪，蟑螂們就會正常移動。

特殊規則：引起瑪姬的注意：當一隻俠鼠擊敗

一隻蟑螂後，可以投擲一個行動骰，如果結果

不是 ，那麼瑪姬女士會朝那隻俠鼠揮動拖

把，試圖將其趕下廚檯。該俠鼠立刻進入擊倒

狀態，而被擊敗的蟑螂重新放回廚檯上。如果

擲出 ，俠鼠們成功吸引了瑪姬女士的注意，

團隊獲得“盟友瑪姬女士”的故事成就標記。

將章節結束標記後退一格。一旦獲得該成就，

之後俠鼠無需再擲骰決定是否吸引了注意。

庭院
  

故事時間：當俠鼠們探索進入庭院時，選擇一

名玩家大聲朗讀以下內容：

俠鼠們從城堡墻壁的一條裂縫中沖了出來，庭

院裡強烈的陽光刺得他們睜不開眼。科林用爪

子遮住了陽光，然後朝遠處那顆盤根錯節的

老樹點了點頭。“我從小就喜歡爬這棵樹，”

他說道，“也不知道這個樣子還能不能爬上

去。”

“你還沒那麼老，放心吧。”瑪吉諾斯笑著拍

了拍王子的肩膀。“說不定我們鋒利的指甲，

能讓我們在樹幹上輕鬆地奔跑。”

“現在的情況不妙，我們該上樹躲一躲。”提

爾達指了指周圍環繞著的石墻。墻的高處，一

隻巨大的老烏鴉正盯著他們。它叫了一聲，另

一隻烏鴉也看了過來。

“衝向大樹！”瑪吉諾斯喊道。

5

1: 庭院

12

3

1

特殊規則：大樹入口：該格子是本章節的目

標。俠鼠們只能從與樹洞相連的那一個格子離

開或進入樹洞，其他與大樹相鄰的格子不視為

與樹洞相鄰。當處於樹洞時，俠鼠們不受老烏

鴉的影響，但無法與版圖上其他格子存在有效

視線(與樹洞相鄰的格子除外)。爪牙不能進入

樹洞。

特殊規則：卑鄙的老烏鴉：在俠鼠和爪牙進行移

動時，如果投擲行動骰結果為1，那麼老烏鴉飛

撲向這個模型，對其造成1點不可阻擋的傷害。

後續故事
當俠鼠們站在那顆老樹的樹根旁時，突然從草堆里探

出幾個毛茸茸的腦袋。

“這邊這邊！”一隻老鼠輕聲說道，然後就鑽進一個

小洞消失了。這讓科林他們精神振奮了起來。儘管不

少惡鼠都被老烏鴉抓走了，但他們依舊不為所動，朝

著樹洞的深處走去。

老樹里的通道曲折而複雜，從背後透出的光，讓科林

看到這些老鼠朋友的面龐。他們看起來很年輕，應該

是些善良的小伙子，他們拿著用樹枝雕刻成的粗糙長

矛，其中一隻白色的老鼠穿著用胡桃殼做的盔甲。

“你們應該不是本地鼠吧，哪兒來的？”那隻淺棕色

的老鼠問道。

“哦，不是的，”科林回答道，他略帶著一絲疑惑，

看向瑪吉諾斯。瑪吉諾斯朝他點了點頭，於是王子繼

續說道，“我們從城堡里來。”

“哦，這樣啊。”淺棕鼠回答道。另一隻小白鼠把身

子湊了過來，兩個人好像在說什麼悄悄話，而且聲音

越來越大。

“我就說城裡鼠腦子不太靈光，你看吧。”他細聲說

道，那隻白鼠注意到了你們的目光，趕緊讓他閉上

嘴。

“我不建議你們大白天地在庭院里晃悠。”淺棕鼠教

育道，“那隻老烏鴉，眼神可好啦，一旦餓起來，誰

都逃不走。”

“好吧，那就謝謝你們幫忙指路了。”納茲說道。“

你們都是從哪兒來的？”

“樹皮堡。”小白鼠說道。

“那是哪裡？”提爾達問道。

2

3

等……老鼠！他們變成老鼠了！”五鼠頭也不回地直

接往下水道口衝去。但隨後傳來的尖叫聲，讓他們不

得不回頭看，那些警衛滿臉驚恐，身形也開始變小，

衣服也隨之皺縮，他們也都變成了老鼠！

一個行動骰，每擲出一個奶酪圖標，就移除廚

檯上一塊奶酪，並放到爪牙轉輪上。如果廚檯

上已經沒有奶酪，蟑螂們就會正常移動。

特殊規則：引起瑪姬的注意：

一隻蟑螂後，可以投擲一個行動骰，如果結果

，那麼瑪姬女士會朝那隻俠鼠揮動拖

把，試圖將其趕下廚檯。該俠鼠立刻進入擊倒

狀態，而被擊敗的蟑螂重新放回廚檯上。如果

，俠鼠們成功吸引了瑪姬女士的注意，

團隊獲得“盟友瑪姬女士”的故事成就標記。

將章節結束標記後退一格。一旦獲得該成就，

之後俠鼠無需再擲骰決定是否吸引了注意。

特殊規則：卑鄙的老烏鴉：

動時，如果投擲行動骰結果為1，那麼老烏鴉飛

撲向這個模型，對其造成1點不可阻擋的傷害。3

整個
板塊

章節初始設置
章節結束
將章節結束標記放在記錄條第六頁。團隊設置
本章節的團隊需要4隻俠鼠。玩家不能選擇莉莉參與
本章節，因為她尚未加入團隊。
遭遇牌堆設置
請將所有標準遭遇卡混洗組成遭遇牌堆。本章節不使
用困難遭遇卡。

房間板塊設置
請將以下3個板塊按照下圖放置：警衛室、廚房坑
道、坑道入口。將俠鼠團隊放在圖示起始位置。將3
隻惡鼠戰士按照爪牙放置規則進入警衛室(詳見規則
書第14頁“在版圖上放置爪牙”)。

2: 坑道入口

4: 廚房坑道4:廚房坑道
3: 警衛室

章節特殊規則
警衛室

特殊搜索： 工匠的寶藏(提示：該物品可以讓工匠快速找到想要的武器或護甲。)

特殊增援：2隻惡鼠戰士

下水道

特殊搜索(水域格內)：魚鉤和線(提示：該物品可以讓俠鼠們快速移動到高處。)

特殊規則：離開下水道：當所有俠鼠都位於同一側的非水域格時，才能通過探索離開該板塊。

3: 警衛室

1

2

(提示：該物品可以讓工匠快速找到想要的

工匠的寶藏工匠的寶藏工匠的寶藏工匠的寶藏工匠的寶藏工匠的寶藏

查看搜索牌堆，從中選擇一張武器或護

查看搜索牌堆，從中選擇一張武器或護

查看搜索牌堆，從中選擇一張武器或護

甲卡獲得。然後將該卡重新與搜索牌

甲卡獲得。然後將該卡重新與搜索牌

甲卡獲得。然後將該卡重新與搜索牌
堆混洗。堆混洗。堆混洗。

1

2

6: 下水道

1

2

(提

6:下水道下水道
魚鉤和線魚鉤和線魚鉤和線魚鉤和線魚鉤和線魚鉤和線魚鉤和線魚鉤和線魚鉤和線

抽到該卡時，立刻將魚鉤和線標記放到

抽到該卡時，立刻將魚鉤和線標記放到

抽到該卡時，立刻將魚鉤和線標記放到

團隊倉庫中。使用方法詳見規則書第18

團隊倉庫中。使用方法詳見規則書第18

團隊倉庫中。使用方法詳見規則書第18

頁“魚鉤和線”。
頁“魚鉤和線”。
頁“魚鉤和線”。

1

2

白色老鼠圖標表示
起始位置。

整個
板塊

警衛室
衛室3:警衛室衛室7

下水道

7

庭院

1: 庭院

2
17

章節特殊規則 6

後續故事
當俠鼠們站在那顆老樹的樹根旁時，突然從草堆里探

出幾個毛茸茸的腦袋。

撲向這個模型，對其造成1點不可阻擋的傷害。

當俠鼠們站在那顆老樹的樹根旁時，突然從草堆里探
當俠鼠們站在那顆老樹的樹根旁時，突然從草堆里探8

“小滑頭，你從哪裡搞來這個的？”納茲嚴厲地問

道。弗里希指了指身後正在熟睡的警衛，“反正他已

“別費功夫了，”瑪吉諾斯說道，“魔咒的效力已經

過了，現在這些東西都已經永久地變小。”突然間，

牢房的警報響了起來，打盹的警衛直接從椅子上蹦了

起來，一下子清醒了。“快，都去下水道！”瑪吉諾

所有俠鼠移動到庭院中那顆老樹的位置，從而逃離城

堡。

勝利條件
清楚所有庭院中的爪牙，並且將所有未被捕獲的俠鼠

移動到庭院的大樹入口格子。

失敗條件
“別費功夫了，”瑪吉諾斯說道，“魔咒的效力已經
“別費功夫了，”瑪吉諾斯說道，“魔咒的效力已經

過了，現在這些東西都已經永久地變小。”突然間，
3 清楚所有庭院中的爪牙，並且將所有未被捕獲的俠鼠

移動到庭院的大樹入口格子。

失敗條件
如果在沙漏到達結束標記之前，俠鼠們未到達大樹入

口，或者所有俠鼠都同時被捕獲，章節失敗。如果在沙漏到達結束標記之前，俠鼠們未到達大樹入

口，或者所有俠鼠都同時被捕獲，章節失敗。如果在沙漏到達結束標記之前，俠鼠們未到達大樹入

口，或者所有俠鼠都同時被捕獲，章節失敗。4

章節初始設置
將章節結束標記放在記錄條第六頁。

5

向自己的東西喊出你的名字，但是別弄出太大

的動靜。”科林王子一下子跳到了袋子上，找

到了他的佩劍，但這明顯已經太大了。

“我是科林王子，這是我的劍。”王子說道，然後寶

劍立刻縮小到了適合他爪子的尺寸。沒花多久，四鼠

就已經穿戴整齊，蓄勢待發。當他們爬出袋子時，發

現弗里希正在暗笑著，他的尾巴上纏著一把嶄新的匕

到了他的佩劍，但這明顯已經太大了。

“我是科林王子，這是我的劍。”王子說道，然後寶

劍立刻縮小到了適合他爪子的尺寸。沒花多久，四鼠

就已經穿戴整齊，蓄勢待發。當他們爬出袋子時，發

到了他的佩劍，但這明顯已經太大了。

“我是科林王子，這是我的劍。”王子說道，然後寶

劍立刻縮小到了適合他爪子的尺寸。沒花多久，四鼠

就已經穿戴整齊，蓄勢待發。當他們爬出袋子時，發1 章節目標
在章節記錄條上的沙漏到達章節結束標記之前，讓

所有俠鼠移動到庭院中那顆老樹的位置，從而逃離城在章節記錄條上的沙漏到達章節結束標記之前，讓
在章節記錄條上的沙漏到達章節結束標記之前，讓2

故事書
在基礎遊戲中，附贈了《哀傷

回憶》的故事書。你也可以購

買擴展，獲得更多故事書。

故事書是遊戲進行的必要工

具。玩家可以選擇故事書中感

興趣的章節，來體驗不同的冒

險。我們建議玩家從故事書的

第一章開始，逐漸體驗每一個

每本《俠鼠魔途》的故事書都由數個章



6

6. 放置模型：按照章節說明中“房間板塊初始設

置”，將俠鼠模型以及爪牙模型放置在版圖的對

應位置上。

7. 決定順位：將章節開始時所需的俠鼠卡和爪牙卡

找出，並根據本手冊第7頁“決定順位”部分，來

決定初始行動順序。

8. 設置故事控制板：將故事控制板放在遊戲區域旁

邊。將沙漏標記放在第一頁的位置上，將章節結

束標記放在“章節結束”所指示的位置上。洗勻

剩餘的搜索卡牌，組成搜索牌堆，放在控制板對

應位置上。然後按照章節說明中的“遭遇牌堆設

置”部分來設置該章節的遭遇牌堆。

9. 設置供應堆：將未使用的奶酪標記、爪牙模型、

其他順位卡、能力卡、未使用的標記放在遊戲區

域旁邊，以供玩家取用。

10. 查看章節其他指示：再次查看章節說明，如果有

未執行的指令，則完成這些指令。

 
請按以下步驟設置遊戲： 
1. 選擇章節：從《俠鼠魔途》故事書中選擇一個章

節。根據玩家人數的不同，部分章節可能要求一

名玩家操縱多隻俠鼠。

2. 選擇俠鼠：每位玩家選擇他們想要使用的俠鼠英

雄，並拿取對應的英雄卡牌、順位卡、模型。章節

說明會告訴玩家，這次冒險所需的俠鼠數量（通常

需要4隻）。

3. 選擇能力：每位玩家為其控制的俠鼠各選擇一項

能力。請確保所選能力與其職階對應。

4. 收集裝備：從搜索卡牌中找出每隻俠鼠的初始裝

備，並裝備到對應的俠鼠上。請參考章節說明中

的“團隊初始設置”，來找出所需的額外卡牌和

團隊物品。 
5. 設置遊戲版圖：按照章節說明中“房間板塊初始

設置”，將房間板塊設置在遊戲區域的中央，請

確保各個板塊的方向箭頭指向一致。

遊戲設置

角色圖標代表了遊戲初

始設置中的模型。

9

555
5: 警衛室5: 警衛室

4: 廚房坑道2: 坑道入口

9999

起始裝備

同情：當同一個房間的另一隻俠鼠進入中
毒、眩暈、詛咒或纏網狀態時，提爾達立
刻獲得一塊奶酪。

提爾達的釘錘、皮革胸甲

提爾達治療師

2122

使用該武器攻擊時，該俠鼠所在格每有
一隻受傷的俠鼠，該俠鼠戰鬥值+1，直
到攻擊結束。

提爾達的釘錘

需求
提爾達

鈍器

使用該武器攻擊時，該俠鼠所在格每有
一隻受傷的俠鼠，該俠鼠戰鬥值+1，直

+1 皮革胸甲

“這竟然是用舊皮鞋做的，真難以置信。”
——提爾達

需求
戰士或治療師或工匠

該能力為免費行動。

移除與你同格的一隻俠鼠1點傷害。治療
師使用該能力時只需花費1塊奶酪。急救
每回合只能使用一次。

2

起始裝備

天生領袖：在順位條上放置順位卡時，若
科林不在順位條第一格上，則立刻獲得一
塊奶酪。

科林的劍、皮革胸甲

領袖
戰士

2 1 2 2

科林 +1

“這是我父親教我戰鬥時所用的劍。”
——科林

科林的劍

需求
戰士

利器

“這是我父親教我戰鬥時所用的劍。”
——科林

+1皮革胸甲

“這竟然是用舊皮鞋做的，真難以置信。”
——提爾達

需求
戰士或治療師或工匠

職階：領袖

你可以在該俠鼠的回合前使用該能力。在
這一輪中，每當一隻俠鼠執行一個行動
後，那隻俠鼠可以花費1塊奶酪再執行一
個行動。一隻俠鼠每次只能通過此方式額
外執行一個行動。

激勵激勵激勵 2

起始裝備

偷竊：在弗里希擊敗一個爪牙後，立刻獲
得一塊奶酪。如果被擊敗的是惡鼠，則可
以選擇從爪牙轉輪上獲得一塊奶酪。

卷尾：弗里希可以在尾巴上裝備一把匕
首，視為額外一個爪子裝備槽。

匕首

流氓 弗里希
2213

使用該武器攻擊時，如果目標爪牙順位
比該俠鼠低，則少投擲1個防禦骰子。

匕首

無需求

利器

你可以使用該能力代替正常攻擊行動。該俠
鼠可以使用裝備中的每把小刀或匕首各進行
一次攻擊行動。

匕首突刺 匕首突刺 匕首突刺2

起始裝備

吸收：在攻擊時，瑪吉諾斯每擲出一個 
，可以獲得2塊奶酪。

瑪吉諾斯的手杖

瑪吉諾斯 法師

1 1 3 2

+1

使用該武器攻擊同一格的模型時，該武
器視為近戰鈍器。

瑪吉諾斯的手杖

需求
法師

法器

職階：弓箭手

你可以在該俠鼠遠程攻擊前使用該能力。
該俠鼠戰鬥值加倍，直到戰鬥結束。

蓄力射擊蓄力射擊蓄力射擊 3

“我會像父王那樣拯救
這個國家。”

科林
2 1 2 2

2 2 1 3

要是能活下來， 
我寧可去冒險， 
也不去坐牢。

弗里希

1 1 3 2

“只有清醒的頭腦才能
掌握秘術的力量。”

瑪吉諾斯

2 1 2 2

“我發誓要保衛皇室。”

提爾達

2 2 1 3

弗里希

22
好鬥：在惡鼠戰士的回
合結束時，將該順位卡
在順位條上向上移動一
格。

惡鼠戰士

“Mystic energies 
can only be 

channeled through 
an uncluttered mind.”

Maginos
1 1 3 2

“I’m oathsworn 
to protect the 
royal family.”

Tilda
2 1 2 2

“Adventuring beats 
being in jail. 

If I survive that is.”

Filch
2 2 1 3

“I’ll save the kingdom, 
just like my 

father would have.”

Collin
2 1 2 2

Aggressive: After taking 
a turn with this Rat 
Warrior card, switch 
this card with the one 
directly above it on the 
initiative track if any.

22

Rat Warriors

Aggressive: After taking 
a turn with this Rat 
Warrior card, switch 
this card with the one 
directly above it on the 
initiative track if any.

22

Rat Warriors

Aggressive: After taking 
a turn with this Rat 
Warrior card, switch 
this card with the one 
directly above it on the 
initiative track if any.

22

Rat Warriors

起始裝備
科林的劍、皮革胸甲

2
起始裝備

瑪吉諾斯的手杖

2

起始裝備
提爾達的釘錘、皮革胸甲

2

起始裝備

首，視為額外一個爪子裝備槽。

匕首

2

+1科林的劍 1 皮革胸甲
護甲

11 皮革胸甲11 皮革胸甲
4

+1

使用該武器攻擊同一格的模型時，該武

瑪吉諾斯的手杖

4

提爾達的釘錘皮革胸甲
護甲

4

使用該武器攻擊時，如果目標爪牙順位
比該俠鼠低，則少投擲1個防禦骰子。

4 職階：流氓

你可以使用該能力代替正常攻擊行動。該俠
鼠可以使用裝備中的每把小刀或匕首各進行
一次攻擊行動。

匕首突刺 匕首突刺 匕首突刺

你可以使用該能力代替正常攻擊行動。該俠
鼠可以使用裝備中的每把小刀或匕首各進行
一次攻擊行動。 3 職階：任意

該能力為免費行動。

急救急救急救2

3

3
後，那隻俠鼠可以花費1塊奶酪再執行一
個行動。一隻俠鼠每次只能通過此方式額
外執行一個行動。

3

6

1

“I’ll save the kingdom, 
just like my 

father would have.”

Collin
2 1 2 2

色圖標代表了遊戲初

=

科林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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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秒必爭！
如果順位條上最後一位的俠

鼠完成回合時，版圖上沒有

任何的爪牙，請在爪牙奶酪

轉輪上放置一塊奶酪。每當

該條件達成時，都必須放置

一塊奶塊。

 

俠鼠回合
在俠鼠的回合中，他可以執行一次行動和一次移動，

行動和移動的順序任意。行動包括：

• ·疾跑

• ·戰鬥

• ·搜索

• ·恢復

• ·探索

除了以上行動，俠鼠也可以選擇不執行行動。俠鼠還

可以在其回合中，執行以下的免費行動，包括：

• ·分享

• ·裝備

• ·升級

每隻俠鼠在其回合中，只能執行每個免費行動一次。

而且免費行動不能在另一個行動執行過程中進行。

俠鼠能力卡
無論持有多少張能力卡，每隻俠鼠在其回合中都只能

選擇其中一張使用一次。所以請三思而後行！

遊戲流程
《俠鼠魔途》由數個輪構成，每一輪中包含多個回

合。每輪的回合順序由順位條決定，順位最高的角色

先進行回合，然後按順序，依次執行回合。當順位條

上最後一張卡牌對應角色完成其回合後，該輪結束，

進入下一輪。當玩家結算一張順位卡時，該順位卡對

應的所有模型都會被啟動，並輪流行動，直到完成回

合為止。為了決定俠鼠和爪牙的行動順位，必須先進

行“決定順位”。

決定順位
在章節開始時，或是有新的遭遇卡被翻開時，必須重新

決定順位卡的順序。

如果順位條中沒有爪牙卡：

將所有俠鼠的順位卡，以及將要放到順位條上的爪牙順

位卡放在一起，混洗後組成一個牌堆。然後，從該牌堆

一張一張地抽取卡牌，並將其按照從上往下的順序，擺

放到順位條上，即：第一張抽取的卡牌放在1號位置，

第二張抽取的卡牌放在2號位置，以此類推，直到所有

卡牌都被放置為止。

如果順位條中已經存在爪牙卡：

只需把將要放到順位條上的爪牙卡混洗，然後隨機放置

到順位條現有卡牌末端的空格上。如果順位條上，已

經有將要入場的爪牙的卡牌，則無需為該爪牙放置新卡

牌。

注意：如果需要放置的順位卡數量超過順位條上的空格

數，則依然按規則放置卡牌，只要延長順位條的長度即

可。

頭領順位卡
如果某個頭領爪牙有多張對應的順位卡，則該爪牙入

場時，隨機選擇其2張對應的順位卡，按照規則加入順

位條。每張順位卡都可以令頭領爪牙行動一次。如果

按照“順位條中已經存在爪牙卡”的規則加入卡牌，

則按一般規則先將2張順位卡放置在順位條底部，再對

第一張順位卡遵循“伏擊”規則放置。詳見本手冊第

14頁“伏擊”。

當一張順位卡對應的模型都不在場上時，將該順位卡從

順位條上移除，然後將其下方的順位卡向上移動以填補

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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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區域格特殊區域格
3: 廚房

在遊戲中，有一些較大而且未分割的區域（例如廚房的

廚檯、餐廳的餐桌、國王寢室的床）。這些區域被稱為

特殊區域格。特殊區域格中可以放置任意數量的模型，

只要你能把這些模型都放在格子上就行。

黃線與紅線黃線與紅線

7: Dining Hall

黃線
每一條分割開兩個格子的黃線都帶有一個方向箭頭，

如果要沿著箭頭的反方向越過黃線，則需要消耗3點移

動步數，而沿著箭頭方向越過黃線則只消耗1點移動步

數。被黃線分割的格子視為彼此相鄰。

紅線
俠鼠們不能越過紅線到達另一格。被紅線分割的格子

不視為彼此相鄰。

俠鼠移動
在俠鼠回合開始時，控制該俠鼠的玩家必須投擲一

個行動骰，請將骰子左上角的數字與該俠鼠的移動

值相加，則為該俠鼠本回合中可以移動

的步數。

例如：科林王子的移動值為2，行動骰結

果為1。則科林王子本回合可以移動

最多3步（2+1）。

相鄰格
遊戲版圖上的

格子並不是完

美 的 幾 何 圖

形，而且每個

格子的形狀、

大 小 各 不 相

同，甚至還有

小間隙。所以在移動時，如果俠鼠模型的底座能夠跨

越兩個格子間的間隙，則視為這兩個格子相鄰。一隻

俠鼠從一個格子，移動到一個相鄰格子，視為移動了

一步。

11: The King’s Chamber

值相加，則為該俠鼠本回合中可以移動

例如：科林王子的移動值為2，行動骰結

Starting Equipment

Born to Lead:  When placing cards on the 
initiative track, if Prince Collin is not in the 
first initiative spot, immediately add 1 cheese 
to his stash.

Collin’s Sword, Leather Breastplate

LEADER
WARRIOR

2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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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圖裝飾
版圖上繪有各式各樣的裝飾物，例如從地面上凸起的

水晶、裝著剩飯的盤子等。裝飾圖案都不屬於獨立的

格子，而是屬於所在格子的一部分。例如在煉金實驗

室中的骷髏、警衛室的頭盔等。在兩個格子間隙中的

裝飾圖案，例如水晶坑道中的水晶，需要滿足第8頁相

鄰格子中的檢定法，來判別被裝飾分開的格子是否能

通過。

黑色區域與牆黑色區域與牆

2: Tunnel Entrance

在一些房間板塊上，有些區域是黑色的，這些區域表

示堅硬的岩石，俠鼠和爪牙都完全無法通過或移動到

這些區域。

10: The Crystal Tunnels

同樣地，部分版圖區域邊緣，還有畫著用於表示牆的

圖案。牆不視為格子，俠鼠無法從中通過，也無法進

入牆中。唯一的例外是：在管道板塊上，黑暗的區域

代表管道之間的空隙，這些區域只能運用一些能讓俠

鼠穿過紅線的物品來通過，例如魚鉤和線或者懸浮捲

軸。

9: The Alchemist

10: The Crystal Tunnels

5: Guard Room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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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由於俠鼠們需要抗擊水流，在水域中的俠鼠無

法執行免費行動。

爪牙不受水域的影響。

穿越俠鼠陷阱
當俠鼠移動到俠鼠陷阱上時，必須暫停

其移動，並檢定其是否觸發了陷阱。投

擲等同於該俠鼠移動值的骰子，如果

該俠鼠的職階為工匠，則可以用學識

值代替移動值擲骰。如果擲骰結果中

出現至少1個 圖標，則俠鼠可以安

全穿過陷阱並繼續移動；否則將觸發

陷阱，然後將陷阱移除，該俠鼠受到

1點傷害，獲得1塊奶酪並被擊倒，詳見本手冊第

17頁“擊倒”。如果俠鼠觸發陷阱，則其回合將立刻

結束。 

爪牙不受陷阱的影響。

俠鼠行動
疾跑
如果俠鼠本回合已經移動過，可以使用疾跑行動再次

移動。疾跑時，請重新投擲行動骰，疾跑的規則與普

通移動規則一致。

戰鬥
在《俠鼠魔途》中，如果需要進行戰鬥，玩家投擲行

動骰來決定攻擊結果。行動骰上的許多圖標都與攻擊

有關：劍、弓、劍/盾、奶酪四種圖標。當俠

鼠在防禦時，只有劍/盾、奶酪圖標有效。無

論玩家在防禦或是攻擊過程中，只要擲出奶

酪圖標，則每個奶酪圖標可以令該俠鼠獲得

1塊奶酪。

近戰攻擊
只有裝備了近戰武器的俠鼠，才能執行近戰

攻擊。執行近戰攻擊時，先選擇一個攻擊目

標，目標必須是與攻擊方在同一格，或者相

鄰格的爪牙（參見第8頁“相鄰格”）。然

後投擲等同於該俠鼠戰鬥值的骰子，如果裝

備中的武器或道具帶有攻擊加成，則額外投

擲該數量的行動骰。投擲結果中，所有劍、

劍/盾圖標的總數，就是該次攻擊造成的命

中次數。

共享格子
一個格子中，可以同時存在最多4個小模型，或者一個

大模型（例如蜘蛛或蜈蚣）。當一個格子中有4個小模

型或1個大模型時，視為完全佔據。俠鼠和爪牙都無法

通過完全佔據的格子。

11: The King’s Chamber

222

當俠鼠移動到有爪牙的格子時，必須停止移動。如果

俠鼠在移動開始時，所在格子中存在爪牙，則該格中

的俠鼠數量必須大於等於爪牙數量，該俠鼠才能離開

這一格。

水中移動
當俠鼠移動到水中格子時（無論從哪個格子出發，只

看移動進入的格子），必須立刻停止移動。當俠鼠試

圖從水域格子移動進入非水域格子時，必須消耗其所

有的移動步數，然後查看該俠鼠要進入的格子中，存

在多少隻俠鼠，投擲該數量+1的行動骰，如果擲出至

少1個 圖標，則該俠鼠成功爬出水域。將俠鼠模型

放在目標格中。如果沒有擲出任何 ，則該俠鼠不移

動。

6: The Sewer Drain Pipe

部分水域屬於水流，水流必然存在方向箭頭標明其流

向。俠鼠在水流中移動時，不能沿著水流的反方向移

動，在俠鼠回合結束時，如果他位於水流之中，必須

沿著水流移動一步。如果該移動導致俠鼠移出房間板

塊，則該俠鼠被捕獲，詳見本手冊第17頁“被捕獲的

俠鼠”。



11

造成傷害
對非頭領爪牙造成傷害
當對非頭領爪牙造成至少1點傷害時，請

查看該爪牙的順位卡：

• 如果該爪牙只有1點生命值，則該爪牙被擊敗，將其

從版圖上移除。

• 如果被擊敗的爪牙為該順位卡對應的最後一個爪

牙，則將該順位卡也一同移除。

• 如果該爪牙的生命值大於1，則用傷害標記來記錄所

受到的傷害。當爪牙所受的傷害大於等於其生命值

時，該模型被擊敗，將其從版圖上移除，將其對應

的順位卡移除。

對頭領爪牙造成傷害
頭領爪牙一般有多張順位卡，每當俠鼠對頭領爪牙造

成傷害時，選擇一張順位卡來放置傷害標記。當一張

頭領順位卡上的傷害標記，大於等於該卡上的生命值

時，僅僅將該順位卡移除。當頭領爪牙所有順位卡都

被移除時，才視為該頭領被擊敗，將其從版圖上移除。

2 2 1 3

要是能活下來， 
我寧可去冒險， 
也不去坐牢。

弗里希

3
詳見規則書第16頁“布

羅迪猛撲”。

布羅迪猛撲

詳見規則書第16頁“布
羅迪追捕”。

布羅迪追捕

3

如果俠鼠造成了至少1點命中，則目標爪牙

會進行防禦，由當前玩家左手邊的玩家投

擲防禦骰，數量為該爪牙的防禦值。每擲

出一個劍/盾圖標，防禦方抵消一次命中。

剩餘未抵消的命中，則折算為相同數量的

傷害。在爪牙防禦或攻擊時，每擲出一個

奶酪圖標，就在爪牙奶酪轉輪上放置一塊

奶酪。

遠程攻擊
只有裝備了遠程武器或者咒語的俠鼠，才能

執行遠程攻擊。遠程攻擊與近程攻擊的結算

方式一致，但只有擲出弓圖標才視為命中。

同時，在選擇對象時，玩家可以選擇同房間

中的任意爪牙作為對象，只要該俠鼠與目標

之間視線未被阻擋。但是，如果有爪牙與該

俠鼠在同一格，或者相鄰格中，該俠鼠必須

優先選擇同格或相鄰格爪牙作為攻擊目標。

有效視線
檢查遠程攻擊中，俠鼠的視線時，請在俠鼠模型和目

標爪牙模型所在格子的中心點之間畫一條想象的線，

你可以將卡牌當做尺子使用，這條線被稱為視線。

如果視線未穿過任何黑色區域或牆，則該視線視為有

效，該攻擊成立。此外，部分房間裝飾，在實際情況

中可能遠大於老鼠的體型，也應當視為阻擋視線的存

在。關於這一點，請玩家自行決定哪些物件會阻礙視

線。

11: The King’s Chamber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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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
探索行動是俠鼠們從一個房間板塊移動到另一個房間板

塊的常規方法。只有當俠鼠們所在的房間板塊沒有爪牙

時，才能執行探索行動。

該玩家可以選擇：從出口區域探索離開，或從翻面格探

索離開。

探索出口區域

3: The Kitchen

當俠鼠位於出口區域的相鄰格時，他可以執行探索行

動，來移動到新的房間板塊。

探索出口區域時，目標房間與你離開的房間，必須有

相同顏色的出口區域，並且這兩個出口區域能夠完全

對接。

2: Tunnel Entrance

4: Kitchen Tunnels

圖示中的兩個板塊能恰當地對接在一起，俠鼠可以用

探索行動從一個板塊移動到另一個板塊。

每個房間板塊有兩面：一面為藍色，一面為橙色。如

果俠鼠將要移動到的板塊與其當前所在板塊顏色不

同，那麼請翻轉該板塊，並且保證板塊的箭頭方向一

致。如果在該板塊對應顏色的一面，沒有任何出口區

域與當前板塊相匹配，則俠鼠不能探索進入新的板塊。

搜索
執行搜索行動時，玩家必須先宣告他要執

行搜索行動，然後投擲一個行動骰子。若結

果為 圖標，則該玩家從搜索牌堆頂部抽取

1張卡牌。如果抽出的卡牌為物

品、武器、護甲、飾品、捲軸、

計謀，該玩家可以選擇：

• 將其放進執行搜索行動的俠

鼠的背包中保存；

• 立刻丟棄該卡以換取一塊奶

酪。

如果該卡為事件卡，那麼立刻

執行卡牌上的效果。一旦一隻

俠鼠在一個房間上成功進行了一次搜索行動，則該俠

鼠不能再次在這個房間內搜索。

恢復
如果俠鼠處於負面狀態，他可以使用恢復行動來解除

該狀態。詳見本手冊第17頁“負面狀態”。

從眩暈狀態中恢復
當眩暈狀態的俠鼠執行恢復時，將眩暈標

記從其順位卡上移除。

從纏網狀態中恢復
當纏網狀態的俠鼠執行恢復時，投擲一個

行動骰。如果結果為 ，將纏網標記從其

順位卡上移除。

1張卡牌。如果抽出的卡牌為物

品、武器、護甲、飾品、捲軸、

將其放進執行搜索行動的俠

立刻丟棄該卡以換取一塊奶

一旦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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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翻面格
翻面格均帶有以下圖標：

1: The Courtyard

當俠鼠在翻面格上探索時，將俠鼠們從房間板塊上移

除，然後將板塊翻面，並確保其方向箭頭指向正確。

然後將所有俠鼠放在新的房間板塊的翻面地點上（如

果俠鼠數量超過4隻，請將部分俠鼠放在相鄰格）。

遊戲中還有兩種特殊的翻面格：

6: The Sewer

該翻面格只有當團隊持有魚鉤和線時才能探索。

15: The Pipes

該翻面格只能被工匠或流氓探索。
2: Tunnel Entrance

3: The Kitchen

圖示中，俠鼠處於一個橙色板塊，而目標房間為藍色

的，則必須要翻轉這個板塊。

5: Guard Room

3: The Kitchen

圖示中，俠鼠將要進入的板塊無法與所在板塊對接，

因此俠鼠無法進行探索。

當一隻俠鼠成功執行一個探索行動，並移動到一個新

板塊上時，該俠鼠以及所有與其處於同一板塊上的俠

鼠，都會移動進入到新板塊上，與出口區域相鄰的格

子上。



2: Tunnel Entrance

爪牙標記
在遊戲配件中，包含4個精英

惡鼠戰士標記，和一個瓦斯特

隊長標記。如果一次遭遇或者

章節規則要求將精英惡鼠戰

士放置入場，那麼使用惡鼠模

型，然後在其下放置精英惡鼠

標記以示區分。瓦斯特隊長也

同理。如果只需要放置惡鼠戰

士，那麼直接放置模型即可。

俠鼠陷阱
一些遭遇卡在卡牌頂部帶有“俠鼠陷

阱”一詞，在設置這些遭遇時，請

在該房間每一個帶

有“X”圖標的格子

上放置一個俠鼠陷

阱，詳見第10頁“

穿越俠鼠陷阱”。

伏擊
部分遭遇卡在卡牌頂部帶有“伏擊”一詞。在決定這

些遭遇的順位時，先將所有爪牙順位卡按正常規則放

置，然後依次為每一張爪牙順位卡投擲一枚骰子，將

其卡牌在順位條上向上移動對應步數，將原來處於其

位置及以下的順位卡向下移動以留出空間。“敵軍增

援”出現的爪牙不受遭遇卡的伏擊影響。

貪婪的蟑螂
部分遭遇卡會使用“貪婪的蟑螂”。貪婪的蟑螂所使

用的順位卡與普通蟑螂一致，當貪婪的蟑螂入場時，

場上所有普通蟑螂也變成貪婪的蟑螂。當貪婪的蟑螂

從俠鼠處竊取奶酪時，將奶酪放在爪牙奶酪轉輪上。

遭遇
每當俠鼠們探索一個該章節中尚未探索的區域時，俠鼠

們將會經歷一次遭遇。如果沒有特殊說明，玩家只需

抽取遭遇牌堆頂部卡牌。每張遭遇卡都會列出數個基於

該章節近程的可能遭遇，然後玩家查看當前沙漏所在位

置，選擇該卡上對應頁數的遭遇。將卡牌所指示的爪牙

按下述規則放在版圖上，然後決定順位。當爪牙都放置

到位後，將抽出來的遭遇卡面朝上放在遭遇牌堆頂部，

並棄掉原有的面朝上的遭遇卡。新的遭遇卡會決定下一

次“敵軍增援”的效果。

在版圖上放置爪牙
當爪牙因為遭遇或章節效果入場時，將

其放到爪牙入場格上，這些格子帶有右

圖所示的圖標。按以下步驟執行：

1.  將所有遠程攻擊的小型爪牙放置

在距離俠鼠最遠的入場格，如果

有多個選擇，則由玩家自行決定。如果板塊上有一

個紅色描邊的入場格，則遠程攻擊小型爪牙改為在

這些格子入場。如果所選格被完全佔據（詳見第10

頁“共享格子”），那麼選擇另一個符合規則的格

子放置剩餘的爪牙。

2.  將大型爪牙依次放到距離俠鼠們最近的空的爪牙入

場格上。如果有多個選擇，玩家自行決定。

3.  將近戰小型爪牙放在剩餘未被佔滿的入場格，如果

有多個可選空位，則由玩家自行決定。盡可能地讓

爪牙分散放置。

4. 當新爪牙入場時，請將其順位卡放置在順位條上，

詳見第7頁“決定順位”。

2: Tunnel Entrance



裝備
當執行裝備行動時，一隻俠鼠可以將背包中任意數量的

卡牌，與其裝備槽上的裝備互換，或將裝備中的卡牌放

入背包。請注意，一隻俠鼠的背包中最多保存3張非計

謀搜索卡牌。如果超過了背包限制，則要選擇卡牌丟

棄，直到達到3張為止，計謀牌不計入上限中。位於俠

鼠背包中的卡牌，應面朝下放置在俠鼠英雄卡前。請記

住，計謀卡不在背包限制範圍內。

俠鼠已經裝備的卡牌應當面朝上放置在該俠鼠面前。除

了爪子裝備槽外，其他裝備槽各只能裝備1個物品（因

為俠鼠有兩隻爪子）。注意，部分裝備會同時佔據雙

爪。

升級
當執行升級時，俠鼠先丟棄6塊奶酪，然後獲得一張新

的能力卡，獲得的卡牌必須遵守職階限制。請仔細選擇

需要的能力卡牌，因為每隻俠鼠每回合只能使用一張能

力卡。

爪牙回合
爪牙行動同樣包括2個部分：

1. 移動

2. 戰鬥

當爪牙順位卡被結算時，該卡所對應的所有模型各獲得

一個回合，包括了移動和戰鬥。

爪牙的回合由順位條上最靠下的俠鼠玩家來執行。爪牙

總是以下述規則來行動。當輪到一張爪牙順位卡執行回

合時，從最靠近俠鼠的爪牙開始結算，然後從近到遠依

次結算。

敵軍增援
當爪牙進行攻擊或防禦時，如

果擲出至少1個奶酪圖標，則

每個圖標都要放置一塊奶酪到

爪牙奶酪轉輪上。當順位條上

最後一隻俠鼠完成回合後，如

果版圖上沒有爪牙，也要放置

一塊奶酪到爪牙奶酪轉輪上。

當奶酪輪盤被填滿時，就會觸

發一次“敵軍增援”，按以下

步驟執行：

1. 將沙漏標記沿著章節記錄條向上移動一格。

2. 檢查章節說明，如果該房間有“敵軍增援”的特殊

規則，那麼遵循這些規則。

3. 如果沒有特殊規則，那麼遵循遭遇牌堆頂部卡牌

的“敵軍增援”文字，然後丟棄該卡牌。

4. 如果沒有特定的規則，遭遇牌堆頂部也沒有面朝上

的卡牌，那麼這次增援中沒有新的爪牙入場，但是

沙漏依然會移動。

5.  在結算完增援後，將轉輪上所有奶酪移除。

如果一次增援中，要加入的模型數量超過現有的模型

數量，則盡可能地放置模型，忽略超出的部分。

免費行動
除了主要行動，俠鼠還可以執行下述三種免費行動。

但是每個免費行動每一回合中，只能執行一次。免費

行動不能在另一個行動過程中執行。

分享
若兩隻俠鼠在同一格或相鄰格，那麼他們可以執行分

享行動，來自由交換獲得的搜索卡和奶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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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羅迪
布羅迪是一隻喜歡

在城堡里面巡邏的公

貓，他兇巴巴的，而

且心胸狹窄。請在版

圖上用貓爪標記來表

示布羅迪。布羅迪不

佔據板塊上的任何格

子，其他模型可以放

置在貓爪標記上，來

與布羅迪共享一個格

子。當布羅迪攻擊或

防禦時，所擲出的奶

酪標記，都不會放置

到爪牙轉輪上。

布羅迪的移動和攻擊規則與其他爪牙有所區別。他有兩

張順位卡，意味著布羅迪每輪會有2個回合進行不同的

行動。兩個行動分別是：

布羅迪猛撲
當布羅迪猛撲時，選擇所在房間板塊中，模型最多的一

個格子（包括俠鼠和爪牙），將布羅迪移動到這個格子

上。如果多個格子中模型數量一致，那麼布羅迪會撲向

這些格子中，順位最高的模型所在的格子。猛撲時，布

羅迪會投擲一個行動骰作為攻擊，而這個格子中所有的

模型都要分別進行防禦。如果布羅迪所在的格子就是場

上模型最多的格子，則他會猛撲向自己所在的格子。

布羅迪追捕
當布羅迪追捕時，投擲2個行動骰，將點數相加，就是

他的移動步數。布羅迪會沿著最短路線，向不與布羅迪

同格的，且離布羅迪最近的俠鼠移動。如果有多隻俠鼠

距離與布羅迪一致，則選擇順位最高的俠鼠。若有多條

最短路線，則由控制玩家選擇具體路線。

如果在布羅迪開始追捕時，所有俠鼠都與其處在同一個

格子中，那麼布羅迪不會移動。如果布羅迪在移動過

程中，到達一隻俠鼠後，依然有步數剩餘，則繼續按規

則向下一隻俠鼠移動。移動結束後，所有布羅迪經過的

模型（包括布羅迪開始和結束移動時，與其同一格的模

型），都要承受布羅迪的攻擊。布羅迪根據順位卡的戰

鬥值投擲骰子並進行一次攻擊，所有被攻擊的模型都要

分別防禦這一次攻擊。

爪牙移動
爪牙的移動遵循特定的規則，可以提前預知。爪牙在移

動過程中無視水域、紅線、黃線、俠鼠陷阱，其他規則

與俠鼠移動基本一致，詳見第8頁“俠鼠移動”。

近戰爪牙移動
當移動近戰爪牙時，投擲一個行動骰，然後該爪牙可以

移動等同於投擲結果的步數（1-3）。爪牙總是沿著最

短路線前進，並且優先接近最近的俠鼠。爪牙不能移動

到被完全佔據的格子上，但依然可以盡量接近俠鼠。如

果在爪牙回合開始時，其與俠鼠在同一格，則該爪牙本

回合不移動。如果兩隻俠鼠與爪牙間的距離相等，則會

優先朝順位靠前的俠鼠移動。

遠程攻擊爪牙移動
當遠程攻擊爪牙不與任何俠鼠間存在有效視線時，才能

進行移動，詳見第11頁“有效視線”。遠程攻擊爪牙在

移動時，會以最短路線向最近的俠鼠移動，直到與該俠

鼠存在有效視線時，立刻停止。

爪牙戰鬥
爪牙的戰鬥與俠鼠類似，但只會攻擊特定的目標，詳見

第10頁“戰鬥”。

在爪牙移動後，如果存在有效攻擊目標，將會攻擊一隻

俠鼠，規則如下：

1. 如果一隻爪牙可以攻擊多隻俠鼠，則攻擊最近的，

且本輪尚未被攻擊的俠鼠。

2. 如果有多隻俠鼠距離相等，且都未被攻擊，或都已

經被攻擊，則選擇這些俠鼠中順位最高的一隻。

頭領爪牙
有時候，故事書中會出現更為強大的頭領爪牙。這些爪

牙是普通爪牙的加強形式，請使用對應的普通配件來表

示這些爪牙。如果版圖上同時存在同一個模型的普通形

式和頭領形式，請用標記進行區分。

要注意即使頭領爪牙與其普通形式屬於同一類型，也不

會被針對該類型的能力所影響。例如，瓦斯特隊長不會

被針對惡鼠的能力或規則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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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狀態
眩暈和纏網
當俠鼠進入眩暈或纏網狀態時，將對應標記放在該俠

鼠的順位卡上。

眩暈狀態俠鼠可以移動，但不能執行除恢復外的其他

行動。

纏網狀態俠鼠不可以移動或疾跑，但能執行其他行

動，也可以用恢復來嘗試解除狀態。

擊倒
當一個模型被擊倒時，將其在版圖上橫放。被擊倒的

模型必須花費一次完整的移動行動才能站起來。大型

模型不能被擊倒。被擊倒的模型可以正常攻擊和防禦。

魔化
當一隻俠鼠被魔化時，將一個魔化標

記放在其順位卡上。

被魔化的俠鼠在執行回合時，視為一

隻近戰爪牙進行移動和攻擊其他俠

鼠。並且在攻擊中，只使用戰鬥值，

不會獲得其他裝備或能力的加成。一旦被魔化的俠鼠

完成回合後，將其卡牌上的魔化標記移除。

中毒
部分攻擊會讓俠鼠中毒，中毒傷害不同

于普通傷害，無法被直接恢復。玩家將

傷害標記的綠色面朝上，用來表示中毒

傷害。只有注明可治療中毒傷害的道具

和法術才能治療中毒。

被捕獲的俠鼠
當一隻俠鼠受到傷害時，在該俠鼠的英雄卡上放置傷害

標記。如果其受到的傷害大於等於其生命值，則該俠鼠

被捕獲。將被捕獲的俠鼠的模型移除，棄掉該俠鼠已經

裝備的所有搜索卡和奶酪（初始裝備和背包里的物品是

安全的），但保留其順位卡。然後移除該俠鼠所有傷

害、中毒等負面標記，並將沙漏沿著章節記錄條前進一

格。

解救俠鼠
如果一隻俠鼠被捕，只要版圖上不再有任何爪牙，則該

俠鼠在下一個他的回合開始時自動被解救。將其模型放

置到與另一隻俠鼠相同或相鄰的格子上。如果輪到被捕

獲的俠鼠的回合時，版圖上還有爪牙，那麼他不能被解

救，且其回合被跳過。

被解救的俠鼠在其回合中，不能執行任何行動和移動，

必須等到下一個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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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叉
餐叉就像是槓桿一樣，又能撬開東

西，又能作為投石器，把東西發射出

去！在一隻俠鼠的回合中，他可以從

團隊倉庫中拿起餐叉，放到版圖中執

行該動作俠鼠的格子上，該次放置

無需花費行動，但是餐叉不能放置

在水域中。

放置後，所有俠鼠都能自由使用餐

叉。在餐叉上的俠鼠可以花費一個行

動，將餐叉上另一隻俠鼠發射到同一

房間中任意一個格子上，但是餐叉與

目標格子間必須存在有效視線，詳見

第11頁“有效視線”。

如果有俠鼠與餐叉位於同一格，他可以花費一個行

動，將餐叉收起，放回團隊倉庫上。如果俠鼠在離開

一個房間時，餐叉尚未收回，則將該標記丟棄，將餐

叉卡牌重新與搜索牌堆混洗。

9: The Alchem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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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叉就像是槓桿一樣，又能撬開東

西，又能作為投石器，把東西發射出

去！在一隻俠鼠的回合中，他可以從

團隊倉庫中拿起餐叉，放到版圖中執

行該動作俠鼠的格子上，該次放置

無需花費行動，但是餐叉不能放置

叉。在餐叉上的俠鼠可以花費一個行

餐叉
團隊物品

抽到該卡時，立刻將餐叉標記放到團隊倉庫中。使用方法詳見規則書第18頁“餐叉”。

無需求無需求

團隊物品
部分搜索卡牌屬於團隊物品。團隊物品可以被所有俠

鼠自由取用。當一隻俠鼠獲得一件團隊物品時，將其

放在故事控制版的一邊，並將對應標記放到團隊倉庫

上。

偽裝道具
偽裝道具是一些惡鼠丟棄的服裝，俠

鼠們可以穿上這些來欺騙惡鼠。如果

你抽到一張帶有惡鼠的遭遇卡時，可

以花費一個偽裝道具，來無視該卡上

所有的惡鼠戰士，該遭遇中其他爪牙

依然正常放置。一旦偽裝道具標記被

使用，請將偽裝道具卡牌重新與搜索

牌堆混洗。敵軍增援無法被偽裝道具

欺騙。

魚鉤和線
魚鉤和線可以讓俠鼠們進入那些難以到達的區域。在

一隻俠鼠的回合中，他可以從團隊倉庫中拿起魚鉤和

線，放置在版圖上，該次放置無需花費行動。

放置時，請用該標記連接起同一房

間內的兩個格子，且至少一端不能

處於水域之中。放置時，有一端必

須連接著在執行該動作的俠鼠所在

的格子。

放置後，所有俠鼠都在移動中，自

由地在標記連接的兩個格子之間來

回，這兩個格子視為相鄰。

如果有俠鼠位於魚鉤和線一端的格子上，

他可以花費一個行動，將魚鉤和線收起，

放回團隊倉庫上。如果俠鼠在離開一個房

間時，魚鉤和線尚未收回，則將該標記丟

棄，將魚鉤和線卡牌重新與搜索牌堆混

洗。

偽裝道具

抽到該卡時，立刻將偽裝道具標記放到團隊倉庫中。下一張抽取的遭遇卡如果會導致惡鼠戰士入場，可以丟棄偽裝道具，來避免放置惡鼠戰士。其他類型爪牙依舊會入場。

團隊物品

具，來避免放置惡鼠戰士。其他類型爪牙依舊會入場。

無需求

放置時，請用該標記連接起同一房

間內的兩個格子，且至少一端不能

處於水域之中。放置時，有一端必

須連接著在執行該動作的俠鼠所在

魚鉤和線
團隊物品

抽到該卡時，立刻將魚鉤和線標記放到

團隊倉庫中。使用方法詳見規則書第18

頁“魚鉤和線”。

如果有俠鼠位於魚鉤和線一端的格子上，

團隊倉庫中。使用方法詳見規則書第18

頁“魚鉤和線”。
頁“魚鉤和線”。

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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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
葡萄可是好東西，又能當誘餌，又能

當武器。

作為蟑螂誘餌使用
在一隻俠鼠的回合中，他可以從團

隊倉庫中拿起一顆葡萄，放到與該

俠鼠相鄰的空格上，該次放置無需

花費行動。如果房間中同時存在葡

萄和蟑螂，則在蟑螂的回合中，所有

蟑螂都會向葡萄的方向移動，但如果進

入了俠鼠所在格，依然會停止移動。如

果有至少一隻蟑螂與葡萄在同一格，那

麼這些蟑螂會停止移動，不進行攻擊，並

開始享用葡萄。當蟑螂回合結束時，如果有蟑螂享用

了葡萄，則將葡萄標記和同處一格的蟑螂全部從版圖

上移除，將葡萄卡牌重新與搜索牌堆混洗。

作為武器使用
如果一隻俠鼠位於餐叉所在格子，那麼

他可以花費一個行動，從團隊倉庫中拿

起一顆葡萄作為武器進行投射攻擊。攻

擊目標與俠鼠間無需存在有效視線，且

目標格子中所有模型都會受到這次攻

擊。將葡萄標記像硬幣一樣投擲，若結

果為破碎面，則該格所有模型強制受到

1點命中，然後分別進行防禦，然後將葡

萄標記從版圖上移除，並將葡萄卡牌重

新與搜索牌堆混洗；若結果為完整面，

則該格所有模型被擊倒，將葡萄標記放置在擊倒的模

型下，它可能成為惡鼠的武器或者蟑螂誘餌。大型模

型不會被葡萄影響。

如果一隻惡鼠的回合開始時，與葡萄在

同一位置，則該惡鼠不移動，而是用葡

萄作為武器進行一次遠程攻擊。目標為

俠鼠數量最多的格子，如果數量相同，選

擇這些格子中順位最高的俠鼠所處格子。具體規則與

上述規則一致。但如果葡萄、惡鼠、俠鼠在同一格，

則惡鼠無法使用葡萄攻擊。

葡萄可是好東西，又能當誘餌，又能

萄和蟑螂，則在蟑螂的回合中，所有

葡萄
團隊物品

抽到該卡時，立刻將葡萄標記放到團隊倉庫中。使用方法詳見規則書第19頁“葡萄”。

麼這些蟑螂會停止移動，不進行攻擊，並

無需求

麼這些蟑螂會停止移動，不進行攻擊，並

無需求

如果一隻俠鼠位於餐叉所在格子，那麼

他可以花費一個行動，從團隊倉庫中拿

起一顆葡萄作為武器進行投射攻擊。攻

果為破碎面，則該格所有模型強制受到

1點命中，然後分別進行防禦，然後將葡

萄標記從版圖上移除，並將葡萄卡牌重

獲勝與失敗
在《俠鼠魔途》中，每一個章節都有獨特的勝利與失敗

條件。如果你能在沙漏到達結束標記所在格之前達成勝

利條件，則視為獲勝；達成失敗條件則視為失敗。我們

推薦玩家按順序體驗每一個章節。

 《俠鼠魔途》戰役模式
戰役模式可以讓玩家在章節之間保留他們所控制的俠鼠

的成長進度。在進行戰役模式時，我們建議按以下規

則：

1. 俠鼠們可以保留前一章獲得的故事成就和能力。

2. 俠鼠們各可以保留最多一張獲得的搜索卡，但該卡

不會屬於其初始裝備。在進行新一章的遊戲時，俠

鼠們總是以初始裝備開始遊戲。

3. 俠鼠們無法保留個人成就、團隊物品和奶酪。

成就
故事書中記載了各種可以獲得的成就。這些成就及其效

果會在章節中有詳細描述。

此外，玩家也可以加入個人成就。在本說明書封底，列

出了各種可以達成的成就，也提供了對應的標記。

型不會被葡萄影響。

俠鼠數量最多的格子，如果數量相同，選

型不會被葡萄影響。

俠鼠數量最多的格子，如果數量相同，選

型不會被葡萄影響。

俠鼠數量最多的格子，如果數量相同，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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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成就
奶酪大師
最先在一次攻擊或防禦中，擲出至少3個奶酪標記的俠鼠，獲得該成就。

效果：將章節結束標記前進一格。每當奶酪大師在防禦中擲出至少一個奶酪圖標時，

所有未被捕獲的俠鼠獲得一塊奶酪。

蟑螂大師
最先在一次遭遇中，擊敗4隻蟑螂的俠鼠，獲得該成就。

效果：將章節結束標記前進一格。在該章節中，與蟑螂大師同一房間的貪婪的蟑螂，

被視為普通蟑螂。

毒藥大師
最先在持有至少1點未被治愈的中毒傷害的情況下，被捕獲的俠鼠獲得該成就。

效果：在該章節中，毒藥大師將要受到中毒傷害時，只需受到普通傷害作為替代。

逃亡大師
最先在一章節內被捕獲兩次的俠鼠，獲得該成就。

效果：將章節結束標記前進一格。當逃亡大師下一次被捕獲時，立刻被解救，並且不

會失去任何裝備中的搜索卡牌，但其他被捕獲規則依然生效（例如傷害標記和奶酪都

會被移除）。

訓貓大師
最先擊敗布羅迪的俠鼠獲得該成就。

效果：在該章節中，訓貓大師攻擊大型爪牙時，目標少擲一個防禦骰子。

www.plaidhatgames.com

訓貓大師
最先擊敗布羅迪的俠鼠獲得該成就。

效果：在該章節中，訓貓大師攻擊大型爪牙時，目標少擲一個防禦骰子。

奶酪大師
最先在一次攻擊或防禦中，擲出至少3個奶酪標記的俠鼠，獲得該成就。

效果：將章節結束標記前進一格。每當奶酪大師在防禦中擲出至少一個奶酪圖標時，

所有未被捕獲的俠鼠獲得一塊奶酪。

毒藥大師
最先在持有至少1點未被治愈的中毒傷害的情況下，被捕獲的俠鼠獲得該成就。

效果：在該章節中，毒藥大師將要受到中毒傷害時，只需受到普通傷害作為替代。

蟑螂大師
最先在一次遭遇中，擊敗4隻蟑螂的俠鼠，獲得該成就。

效果：將章節結束標記前進一格。在該章節中，與蟑螂大師同一房間的貪婪的蟑螂，

被視為普通蟑螂。

逃亡大師
最先在一章節內被捕獲兩次的俠鼠，獲得該成就。

效果：將章節結束標記前進一格。當逃亡大師下一次被捕獲時，立刻被解救，並且不

會失去任何裝備中的搜索卡牌，但其他被捕獲規則依然生效（例如傷害標記和奶酪都

會被移除）。


